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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 120 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

术讨论会会议议程

9 月 9 日（星期一）

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专家公寓一楼大厅

9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会议地点：西业务楼报告厅

开幕式（08:30-09:30）

主持人：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南开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词

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教授致辞

主题演讲（每人 15 分钟）

冯尔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

——以郑天挺教授为例并以他的《西南联大日记》为资料

欧立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郑天挺谈八旗制度

合影、茶歇（09:30-09:50）

纪念郑天挺先生专题演讲（09:50-11:00）（每人 10 分钟）

主持人：陈支平 王元周

陈生玺 郑天挺与西南联大

李治亭 解读郑天挺先生《清史简述》

乔治忠 郑天挺之明清史讲义及相关的学科建设

张伟然 郑天挺先生的书法爱好

张仁善 郑天挺与法权讨论会——兼读《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

郑克晟致辞

明清史专题演讲一（11:00-12:00）

主持人：范金民 甘德星

南炳文 辽宁省图书馆藏《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考论

毛佩琦 《明实录》，编纂者的自我书写

吕妙芬 《西铭》诠释的现代转折

吴金成 盛清时期江南无赖的动态

臼井佐知子 透过地方行政相关文书来看清代地方社会

杨念群 清朝“二元理政”模式论纲——超越“汉化论”“內亚论”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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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下午

分组报告与讨论第一场（14:00-15:50）

第一场第一组（127 天挺阁）
主持人：赵令志 刘文鹏

田 澍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评议人：彭 勇

彭 勇 明代中期社会改革的再探讨——兼以王国光的事迹为观察视角

评议人：田 澍

李 理 武功开基 崇文治国——论清沈阳故宫皇家建筑与清朝国策

评议人：赵中男

赵中男 清代宫廷政治史的若干问题

评议人：李 理

夏明方 清史研究向何处去？——从四百年的叙事脉络看当前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评议人：沈一民

第一场第二组（118 廷黻堂）
主持人：刘建辉 李晟文

王元周 朝鲜的清钱通用与革罢——传统时代东亚的整体性及其局限

评议人：刁书仁

刁书仁 壬辰战争日本“假道入明”与朝鲜的应对

评议人：王元周

章宏伟 长崎贸易与中日书籍之路

评议人：何朝晖

刘晓东 万历朝鲜战争后东亚局势与明日关系的互映演变

评议人：孙卫国

孙卫国 万历朝鲜之役明军将士群体与指挥体制

评议人：刘晓东

第一场第三组（352 室）
主持人：李庆新 封越健

陈时龙 钟化民与《圣谕图解》

评议人：解 扬

解 扬《贞观政要》与明代经筵

评议人：陈时龙

林存阳 道与民：戴震学术思想的清学特性

评议人：黄 铮

黄 铮 浅议明末清初文人思想中的“末世”语论及其表述

评议人：林存阳

吴兆丰 明正德年间镇守中官模范塑造与挫折——以镇守太监刘璟为中心

评议人：段维聪

段维聪 Confucianism and the Patrimonial/Bureaucratic Contest in Ming China
评议人：吴兆丰

第一场第四组（353 室）
主持人：朱亚非 周文玖

范金民 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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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冯贤亮

冯贤亮 晚明乡村士人的科举生活与社会交往——以魏大中的坐馆与举业为中心

评议人：范金民

赵 毅 武 霞 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

评议人：陈宝良

陈宝良 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

评议人：赵 毅

段晓亮 郑天挺与罗常培的交谊

评议人：朱洪斌

朱洪斌 刘节的大学生活侧影及其学术思想之趋向

评议人：段晓亮

茶歇（15:50-16:10）

分组报告与讨论第二场（16:10-18:00）

第二场第一组（127 天挺阁）
主持人：田 澍 彭 勇

张金奎 明中叶锦衣卫“新增”职能略论

评议人：吴德义

吴大昕 因事繁简，以供其职——明初杂职衙门设置情况

评议人：翟爱玲
翟爱玲 明代朝廷用人机制与南人北人之争

评议人：吴大昕

邹长清 明代庶吉士再探

评议人：黄阿明

黄阿明 明初文官考核制度建立新论

评议人：邹长清

第二场第二组（118 廷黻堂）
主持人：章宏伟、周喜峰

吴德义 在直书与臆想之间：朝鲜实录对明初“鱼吕之乱”的历史书写

评议人：章宏伟

刘建辉 从广州、上海到日本长崎——清末西学是如何逐步东渐的？

评议人：马 骊

马 骊 晚清外交与列强入侵：从不平等条约到清朝灭亡

评议人：刘建辉

李晟文 从《中国近事报道》看清代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李明对儒家思想与文化的认知

评议人：庞乃明

庞乃明 明清中国负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明清之际汉语语境中的三个佛郎机国

为中心

评议人：李晟文

第二场第三组（352 室）
主持人：林存阳 陈时龙

何孝荣 明代寺院经济研究——以南京八大寺公田租税纠纷与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评议人：王荣湟

王荣湟 论明清丛林禅堂修行生活制度

评议人：何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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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新 明清时期航海针路、更路簿中之海洋信仰

评议人：石野一晴

石野一晴 瓶钵飘然随处去——“朝圣导游书”所阐明的清代僧侣参学与全国圣地

评议人：李庆新

陈支平 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评议人：张传勇

张传勇 明清城隍神的等级性及其表达

评议人：陈支平

第二场第四组（353 室）
主持人：陈宝良 冯贤亮

钞晓鸿 景观的迷失与错位——基于明清地方志的分析

评议人：罗晓翔

罗晓翔 乡土情结与都市依恋：论晚明以降的中国城乡观

评议人：钞晓鸿

卞 利 明代中叶以来徽州总结性文献的编纂与地域文化认同的强化

评议人：周正庆

周正庆 素馨花与粤人风情

评议人：卞 利

刘祥学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对南方乡土形象的重塑

评议人：余新忠

余新忠 昌化石兴起历史考辨——兼论历史书写中的个人情结问题

评议人：刘祥学

9 月 11 日上午

分组报告与讨论第三场（8:00-9:50）

第三场第一组（127 天挺阁）
主持人：夏明方 赵中男

金暻绿 明初朱元璋的军事认知与统治体系的整备

评议人：肖立军

肖立军 明代蓟镇参将及路协增设沿革考略——兼谈明代九边等军镇设置标志

评议人：金璟绿

赵树国 文、武之间：明代巡海副使沿革考论

评议人：吴 滔

吴 滔 军事资源的再配置：明代永州南境的卫所体制及其转变

评议人：赵树国

张 建 八旗汉军火器营制度考

评议人：沈一民

沈一民 1634 年后金对代北地区的侵扰

评议人：张 建

第三场第二组（118 廷黻堂）
主持人：杜常顺 王日根

赵志强 满洲族称源自部落名称——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

评议人：甘德星

张玉兴 满洲汉姓与八旗汉军辨识

评议人：杨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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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英 辽东佟氏家族由明入清考

评议人：张玉兴

甘德星 康熙满汉文遗诏再探

评议人：赵志强

鱼宏亮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以明清时期“长城带”为中心的考察

评议人：崔 岩

崔 岩 评欧立德《乾隆帝》

评议人：鱼宏亮

第三场第三组（352 室）
主持人：唐立宗 吴 欣

刘凤云 蠲免、捐纳与康熙朝的地方钱粮亏空

评议人：罗冬阳

罗冬阳 清朝盛世的银钱两重构造世界

评议人：刘凤云

许 檀 清代河南的禹州商业——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

评议人：张海英

张海英 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

评议人：许 檀

杨国安 清代两湖地区赋役实征册籍类别述要

评议人：周 健

周 健 贡赋与市场：清代的漕粮市场化问题

评议人：杨国安

第三场第四组（353 室）
主持人：赵克生 刘仲华

芦 玲 清代地方戏研究的前沿问题

评议人：吴建华

吴建华 明代苏州的学术与学风演变

评议人：芦 玲

何朝晖 明代政书的编刻与流通

评议人：张献忠

张献忠 晚明科举与思想、时政的关系考察——以袁黄科举经历为中心

评议人：何朝晖

周文玖 实学思潮与明清之际的史学

评议人：秦 丽

秦 丽 明末将领张春事迹的传播与书写

评议人：周文玖

茶歇（09:50-10:10）

分组报告与讨论第四场(10:10-12:00)

第四场第一组（127 天挺阁）
主持人：吴 滔 曹江红

刘文鹏 雍正时期的西北战争与军机处议覆制度的形成

评议人：刘 洋

刘 洋 阁臣差使：清代内阁大学士入值军机探析

评议人：刘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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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志 乾隆初次平准军需满文档案评述

评议人：张 建

薛 刚 清代文官考核积弊探源

评议人：衣长春

衣长春 雍乾嘉时期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

评议人：薛 刚

第四场第二组（118 廷黻堂）
主持人：杨海英 刘晓东

杜常顺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民族互动关系与明朝

评议人：周喜峰

周喜峰 论清朝政府对黑龙江地区的行政管理

评议人：杜常顺

李仁渊 畬民之间：清代东南山区的族群界线与国家治理

评议人：张振国

张振国 清代边缺久任与苗疆政治：多重视角的分析——以贵州省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评议人：李仁渊

王日根 蓝鼎元治台思想与实践略论

评议人：林延清

林延清 阿桂与伊犁屯田

评议人：王日根

第四场第三组（352 室）
主持人：罗冬阳 杨国安

熊远报 传统城市的基本生活用品供应市场——以清代北京居民的用水买卖为中心

评议人：唐立宗

唐立宗 严立盗掘之禁：明代颁行矿法条例的历程观察

评议人：熊远报

封越健 清代本地会馆举隅

评议人：吴 欣

吴 欣 南船北马：清代的大运河交通格局

评议人：封越健

杨峻懿 清末水产知识的传来与直隶水产讲习所的创立

评议人：李小林

李小林 《明史·河渠志》及其“黄河”篇辨误

评议人：杨峻懿

第四场第四组（353 室）
主持人：钞晓鸿 刘祥学

朱亚非 明清时期仕宦家族与基层社会关系探讨——以山东地区为例

评议人：王洪兵

王洪兵 清代京畿协同治理模式初探——以顺天府四路同知为例

评议人：朱亚非

刘仲华 骑马抑或坐轿：清代国家制度下的官员出行方式

评议人：赵克生

赵克生 优出常典：明代乡贤专祠的礼仪逻辑与实践样貌

评议人：刘仲华

倪玉平 “文书治国”还是“书吏治国”？——清嘉庆朝王丽南私雕官印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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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常建华

常建华 礼物：康熙珐琅器与皇权

评议人：倪玉平

9 月 11 日下午

会议地点：西业务楼报告厅

明清史专题演讲二(14:00-15:10)

主持兼评议：赵 毅 刘凤云

山本英史 溺女与教诲－以中日两国的杀婴对策为中心－

朱鸿林 明儒薛侃拟议的揭阳乡约

汤开建 清顺康时期江南省天主教的发展与繁荣：1644-1707——以江南省天主教教堂、

教友数量发展为中心展开

陈 锋 清代盐务与造办处经费、物料来源

黎志刚 张之洞的经世思想和实业政策

明清史专题演讲三(15:10-16:30)

主持兼评议：刘石吉 熊远报

徐 泓 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及意义

陈秀芬 医疗、法术与性别——试析明代“信巫不信医”现象

方志远 “知行合一”的阳明解读

王跃生 清代中期不同生命阶段夫妇居住方式分析——以乾隆朝刑科题本档案为基础

欧立德 大清论大明：《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满译考察

井上徹 围绕传统都市的讨论

茶歇（16:30-16:50）

闭幕式（16:50-18:00）

主持人：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小组汇报（每组 10 分钟）
第一组：赵树国

第二组：张振国

第三组：周 健

第四组：罗晓翔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致闭幕词

9 月 12 日赋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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